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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现将 2020 年度中国药科大学“五四”评优的名单公示如

下，若有疑义，请于公示期内向校团委反映，电话：86185272、

86185270，邮箱：cputw@163.com。

公示时间：2021 年 4 月 20日—24 日。

校团委

2021 年 4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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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红旗团委（2个）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团委

药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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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红旗团支部（10个）

药学院 1801501 班团支部

中药学院 1902201 班团支部

中药学院 1902601 班团支部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803302 班团支部

国际医药商学院 1904101 班团支部

理学院 1905103 班团支部

工学院 1912101 班团支部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1813101 班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 1909104 班团支部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1906702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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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进团支部（76个）

药学院（21 个）

1801203团支部 1801209团支部 1801501团支部 1801601 团支部

1901102团支部 1901201团支部 1901203团支部 1901206 团支部

1901208团支部 1901302团支部 1901304团支部 1901307 团支部

1901402团支部 1901404团支部 1901504团支部 1901601 团支部

2001011团支部 2001019团支部 2001021团支部 2001101团支部

2020 级药剂学硕第一
团支部

中药学院（11 个）

1802104团支部 1802201团支部 1802401团支部 1902201 团支部

1902501团支部 1902601团支部 1902101团支部 2002001 团支部

2002011团支部
中药学院 2020级硕士

第一团支部
中药学院 2020 级硕士

第二团支部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11 个）

1803302团支部 1803402团支部 1803403团支部 1803601 团支部

1903102团支部 1903405团支部 1903406团支部 2003102 团支部

2003302团支部 2003401团支部 2003502团支部

国际医药商学院（11 个）

1804201团支部 1804401团支部 1904101团支部 1904102 团支部

1804101团支部 1904202团支部 1904301团支部 1904401 团支部

1904502团支部 2004008团支部 2004001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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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3 个）

1805101团支部 1905103团支部 2005402团支部

工学院（6 个）

1812101团支部 1812103团支部 1912101团支部 1912401 团支部

2012003团支部 2012005团支部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3 个）

1813101团支部 1813102团支部 1913101团支部

药物科学研究院（4 个）

药物科学研究院
博二团支部

药物科学研究院研二药
剂、生药、药分团支部

药物科学研究院研二药学
团支部

药物科学研究院研一药物
代谢动力学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3 个）

1909104团支部 1909105团支部 2009101团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1 个）

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支部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 个）

1906602团支部 190670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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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秀共青团员（867人）

药学院（216 人）

1801101 孙天雨 1801101 许汪洋 1801102 梁怀硕 1801102 刘秉奇

1801201 王钰翔 1801201 张心也 1801202 刘一漫 1801202 徐霄羽

1801203 何悦澜 1801203 业 蒙 1801204 刘博扬 1801204 赵大赟

1801205 邓启睿 1801205 蒋思达 1801206 王梓菡 1801206 张睿思

1801207 乐涵薇 1801207 吴蓝荣 1801208 王艳霞 1801208 张一敏

1801209 吴炎培 1801209 邢 晨 1801301 卢秀婷 1801301 陆 奕

1801302 王 玺 1801302 杨 玥 1801303 马 妮 1801303 郑子莹

1801304 李丽君 1801304 张汶彦 1801305 尹 尚 1801305 于 杨

1801306 黄嘉琪 1801306 张怡杨 1801307 宋 妍 1801307 孙 鹏

1801308 陈 妍 1801308 殷 丽 1801309 陈聪琳 1801309 姚逾凡

1801401 魏依琳 1801401 朱妍妍 1801402 贺伊静 1801402 刘 娟

1801403 许 叶 1801403 杨瑞颖 1801501 李晓丹 1801501 张乐晗

1801502 胡珊珊 1801502 李白杨 1801503 童 超 1801503 王汇隆

1801504 陈 澜 1801504 韦彩燕 1801601 潘胜强 1801601 赵 航

1901101 柯文浩 1901101 闫诗雨 1901102 惠天啸 1901102 孙欣竹

1901201 白昭晔 1901201 姜佳彤 1901202 姚 悦 1901202 章 欣

1901203 马一平 1901203 赵翰卿 1901204 龚瑜彤 1901204 侯成宸

1901205 汪 宁 1901205 王艺瑾 1901206 李婧妍 1901206 张 翼

1901207 裴隽怡 1901207 彭苡暄 1901208 金沛佳 1901208 张 淼

1901209 刘紫妍 1901209 牛馨悦 1901301 方云翔 1901301 冷欢欢

1901302 刘耀冬 1901302 许 欢 1901303 冉川江 1901303 张欣悦

1901304 王郭琦 1901304 温海彤 1901305 况小勤 1901305 骆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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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306 李淑贤 1901306 田 燕 1901307 吴斌昊 1901307 肖丹妮

1901308 李浩荣 1901308 王楚颖 1901309 李 硕 1901309 刘升阳

1901401 胡 瑞 1901401 季 萌 1901402 陈盼盼 1901402 郑佳欣

1901403 符 琰 1901403 王馨蕾 1901404 黄 洁 1901404 唐梦茹

1901501 曹昕睿 1901501 刘茈涵 1901502 张乃震 1901502 朱秉德

1901503 王承皓 1901503 徐 瑛 1901504 何彦仪 1901504 李紫玥

1901601 杨明康 1901601 朱诗妤 2001001 王紫涵 2001001 赵闻乐

2001002 张昊天 2001002 左明媛 2001003 高 琴 2001003 李梦涵

2001004 李炜柯 2001004 陶佳琪 2001005 李栖桐 2001005 罗庭威

2001006 杨万烔 2001006 朱宇阳 2001007 付海洋 2001007 许水昕

2001008 王启苹 2001008 张 磐 2001009 何子康 2001009 贺冠凯

2001010 李月滢 2001010 张子颜 2001011 周 睿 2001011 朱骏飞

2001012 刘勉之 2001012 熊天乐 2001013 黄荷淇 2001013 俞嘉黎

2001014 黎辉鸿 2001014 吴若尘 2001015 王雨桐 2001015 严涵青

2001016 董瑞婷 2001016 李子能 2001017 邓欣怡 2001017 黄佳慧

2001018 张新然 2001018 赵黎明 2001019 刘睿涵 2001019 张哲萌

2001020 邱飞黄 2001020 吴玘璠 2001021 张恒玮 2001021 冷晔州

2001022 张 娟 2001022 蔡中天 2001023 张婉婷 2001023 张 翔

2001024 方玮琪 2001024 王世平 2001025 邓若琰 2001025 张绍航

2001026 王玮琦 2001026 谢树毅 2001027 刘雨臻 2001027 姜蕴珂

2001101 曹婷玉 2001101 吴 迪 2001102 胡思航 2001102 雷淑雯

2019 级药物分

析专硕团支部
储婷婷 2019 级药物分

析专硕团支部
顾小燕 2019 级药物分

析学硕团支部
胡赵良 2019 级药分学

硕团支部
刘生凤

2019 级药剂专

硕第一团支部
李 洁 2019 级药剂专

硕第一团支部
邹梦迪 2019 级药剂第

二团支部
邹佳辉 2019 级药剂专

硕第二团支部
邓 楠

2019 级药剂专

硕第二团支部
方佳磊 2019 药剂专硕

第三团支部
王洋洋 药剂专硕第三

团支部
汶荻儿 2019 药剂第七

团支部
余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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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药化硕士

第一团支部
宋莹莹 2019 级药化第一

团支部
孙泽人 2019 级药化第二

团支部
徐丽秀 2020级药化硕士

第三团支部
王彦琳

2019级药理、药代动

专硕研究生团支部
李 媛 2019级药理、药代动

专硕研究生团支部
李延峰 2020 级药物分析

专硕第一团支部
吴晓静 2020级药物分析

专硕第一团支部
葛 雨

2020 药物分析专

硕第二团支部
王 倩 2020 级药物分析

专硕第二团支部
周鸿艳 2020 级药物分析

学硕团支部
陶玮彦 2020级药物分析

学硕团支部
张 圣

2020 级药剂专硕

第一团支部
李 菁 2020 级药剂专硕

第一团支部
刘思群 2020 级药剂专硕

第二团支部
刘文龙 2020级药剂学硕

第一团支部
吉晓轩

2020 级药剂学硕

第一团支部
黄菲菲 2020 级药剂学硕

第二团支部
李成昊 2020 级药剂学硕

第二团支部
刘 灿 2020级药剂学硕

第三团支部
杨梦楠

2020 级药剂学硕

第三团支部
杨 菁 2020 级药物化学

硕士第一团支部
顾志浩 2020 级药物化学

硕士第一团支部
许文博 2020级药物化学

硕士第二团支部
孙铭泽

2020 级药物化学

硕士第二团支部
陈玮娇 2020 级药物化学

硕士第三团支部
贾祥祥 2020 级生物与医

药第一团支部
赵皖竹 2020级生物与医

药第一团支部
丁佳雨

2020 级生物与医

药第二团支部
刘信泽 2020 级生物与医

药第二团支部
赵晓媛 2020级药理、药代动

研究生团支部
于丝雨 博士班团支部 孙梦娟

中药学院（118 人）

1802101 李海鑫 1802101 陈 颖 1802102 张云云 1802102 石雅婷

1802103 温 杰 1802103 罗同琴 1802104 魏家乐 1802104 王丽欣

1802105 涂 霞 1802105 伏芮瑶 1802106 徐秀丽 1802106 王行雨

1802201 关霁晨 1802201 王 丽 1802301 刘 洋 1802301 马玉洁

1802302 李梓昕 1802302 马沛然 1802401 蔡文韬 1802401 陈怡蒙

1802501 李 佳 1802501 张 欣 1802502 李瑞鹏 1802502 骆正格

1802503 冯海伦 1802503 李羽禅 1802601 王 瑞 1802601 谢 越

1902101 陈星桦 1902101 娜 依 1902102 王 爽 1902102 保慧妮

1902103 孙璟纯 1902103 帕孜来 1902104 晁 茗 1902104 朱家琪

1902105 程立邦 1902105 郭浣姿 1902106 张千华 1902106 陈冬菊

1902201 崔梦袁 1902201 王文杰 1902301 唐天宇 1902301 王乙舒

1902302 蔡明伟 1902401 肖 敏 1902401 陈光旻 1902501 赵家乐

1902501 张梦桃 1902502 连宇航 1902502 舒子雨 1902503 封杰文

1902503 赵浩然 1902503
穆拉提江·木

克木江 1902601 杨鑫悦 1902601 马裕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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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1 万子涵 2002001 马佳惠 2002002 杨雯熙 2002002 咸会聪

2002003 晋 唯 2002004 甄子萱 2002004 张紫悦 2002005 阿丽米热·阿
曼尼拉

2002005 魏啸宇 2002006 阎 俊 2002006 庄钟梃 2002007 朱潇语

2002007 张羲之 2002008 吴文博 2002008 宁冠宇 2002009 刘拓辰

2002009 胡天赐 2002010 唐雨乐 2002010 徐郑皆 2002011 王 楠

2002011 杨喬雯 2002012 王译羽 2002012 董怡璇 2002013 赵一鸣

2002013 黄长英 2002014 王婧怡 2002014 尹怡帆 2002031 杨 旺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一团支部 朱雪林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一团支部 陈 敏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二团支部 张 萌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二团支部 钱金珠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三团支部 马星月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三团支部 张 鹿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井子良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郭 璇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雷志超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李秋蓉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五团支部 陆 萌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五团支部 李 静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一团支部
陈李汶谕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一团支部 张益萍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二团支部 杨 菊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二团支部 宗凯乐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三团支部 刘小琼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三团支部 李子怡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李亚霖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滕 媛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五团支部 杨 珊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六团支部 崔秀婷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六团支部 李金柱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七团支部 李雅奇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七团支部 张立荣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八团支部 卢爱玉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八团支部 王 欢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九团支部 郭铭贞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九团支部 路官正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十团支部 童镕浚
中药学院 2019 级

博士团支部 尹英豪
中药学院 2019 级

博士团支部 王鑫楠

中药学院 2020 级

博士团支部 范袁铭
中药学院 2020 级

博士团支部 高 涵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113 人）

1803101 万 娜 1803101 张赟量 1803102 崔子悦 1803102 张咏馨

1803201 王诗彤 1803201 朱紫嫣 1803202 龙睿灵 1803202 谢 新

1803203 刘月月 1803203 沈宇凡 1803301 刘若昕 1803301 朱琳子

1803302 刘东旭 1803302 李邱烨 1803401 赵美慧 1803401 刘秋钰

1803402 王 顺 1803402 钱 佳 1803403 吴 丹 1803403 曹正岳

1803404 胥濛艺 1803404 姜辰霖 1803405 蒲培熙 1803405 夏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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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406 李佳奇 1803406 韩嘉顺 1803501 桑 田 1803501 王 通

1803502 单天正 1803502 仇 蕾 1803601 阮静怡 1803601 吴静怡

1903101 袁梓涵 1903101 张小雅 1903102 胡乐怡 1903102 方 越

1903201 褚云哲 1903201 刘煜明 1903202 周 枭 1903202 付娜娜

1903203 闫福亮 1903203 张雨博 1903301 李 颖 1903301 翟礼娟

1903301 詹红艳 1903302 谭 晟 1903401 马 天 1903401 贾惠婷

1903402 刘巳羽 1903402 金 丽 1903403 郑虹每 1903403 崔笑妍

1903404 万锦贤 1903404 刘子潇 1903405 罗奥翔 1903405 张玉玺

1903406 唐瑞霞 1903406 时文静 1903501 张祉瑞 1903502 陈永阳

1903502 郭馨颖 1903601 危怡萱 1903601 王 磊 2003101 李 林

2003102 郭语琦 2003102 梁佩佩 2003201 张若萱 2003201 段紫妍

2003202 张予萌 2003202 周 俊 2003301 陈 默 2003301 陶文瑶

2003302 古再丽 2003302 王子豪 2003401 刘凡铭 2003401 钱曾益

2003402 王今今 2003402 刘梦雅 2003403 覃昀萱 2003403 刘奕彤

2003404 卜令怡 2003404 魏酉煦 2003405 徐笑晗 2003405 王 珺

2003406 韩 旭 2003406 刘勇锋 2003407 许安瑜 2003407 刘会会

2003101 温 欣 2003501 马可睿 2003501 刘文睿 2003502 周泊远

2003502 王沁雪
2019 级硕士生物

学团支部 张晨曦
2019级硕士生物

学团支部 罗 思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汤 磊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余秋敏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叶新越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二团支部
郑益政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二团支部
蒋 帅

2020 级硕士生物学

团支部 王冯娟
2020 级硕士生物

学团支部 胡智扬
2020级硕士生物

学团支部 刘艳艳
2020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苏咏欣

2020级硕士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薛 岳

2020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二团支部
刘红玉

2020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二团支部
郑慧琳

2020 级硕士生物与

医药第一团支部 杨 磊

2020 级硕士生物与

医药第一团支部 刘春燕
2020级硕士生物与医

药第二团支部
张晴龙

2020级硕士生物与医

药第二团支部
熊 津 2020 级博士团支部 王 悦

2020 级博士团支部 江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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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药商学院（112 人）

1804101 陈 阳 1804101 方疏彤 1804102 吴晓婷 1804102 冯语盈

1804103 余俊璇 1804103 周 菲 1804201 龚哲睿 1804201 邱虹毓

1804202 段雨薇 1804202 殷子怡 1804203 杜森尧 1804203 康立荣

1804301 刘 娜 1804301 俞莉娜 1804302 吕依廷 1804302 张珂铭

1804303 陈晓丽 1804303 佘燕芳 1804401 马 瑞 1804401 王 悦

1804402 安舒涵 1804402 白若楠 1804501 常玉兰 1804501 韩雨倍

1804502 龙 翔 1804502 孙庆冉 1804503 唐钦固 1804503 虞 杰

1904101 范若瑄 1904101 赵子淇 1904102 刘奥迪 1904102 马贤彪

1904103 刘 欣 1904103 王 妍 1904104 罗露露 1904104 韦 雯

1904201 晏紫乐 1904201 闫 小 1904202 张万杰 1904202 郑 娜

1904203 缪颖瑄 1904203 杨宇婷 1904301 李芳宇 1904301 苏昶阅

1904302 付晓莹 1904303 谢文秀 1904303 岳海宇 1904401 郭宇薇

1904401 韩凌玉 1904402 韩 晗 1904402 姜远程 1904501 付 宇

1904501 李 可 1904501 王智琪 1904502 崔 蓉 1904502 范崇旭

1904503 龚琳航 1904503 盛天翊 2004001 郭芳妤 2004001 王光煜

2004002 黄祖智 2004002 张铭轩 2004003 陈思源 2004003 王恬懿

2004004 李 雯 2004004 张雨婷 2004005 刘书含 2004005 彭楚航

2004006 刘天奕 2004006 王彦熙 2004007 沈唯一 2004007 徐明骅

2004008 徐 菁 2004008 沈孛宇 2004009 王昭鹏 2004009 乔麒洁

2004010 唐 佳 2004010 王 骏 2004011 赵晓龙 2004011 李驷鹏

2004012 褚若寒 2004012 沈天一 2004013 鲁 瑞 2004013 倪陈崟

2004014 何冠希 2004014 刘娴婷 2004015 王子安 2004015 谢海忻

2019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马思琦
2019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周德权
2019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姚 雯
2019级管理药学

团支部 刘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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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药经团

支部 刘朝一
2019 级药经团

支部 杨方娜
2019 级管理药

学团支部 骆佳羽
2019 级管理药

学团支部 马 越

2019 级管理药

学团支部 杨彦婕
2019 级企管团

支部 周大创
2019 级企管团

支部 胡 琦
2019 级企管团

支部 肖桂金

2020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丁瑞琳
2020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郑朝臣
2020 级公管药

经团支部 胡 宇
2020 级公管药

经团支部 李珊珊

2020 级管理药学

一班团支部 王 媛
2020 级管理药学

一班团支部 李新苗
2020 级管理药学

二班团支部 吴明洋
2020级管理药学

二班硕士研究生 吕 娟

2020 级管理药学

三班团支部 宋蔚箐
2020 级管理药学

三班团支部 敬赟鑫
2020 级管理药学

四班团支部 王 玲
2020级管理药学

四班团支部 马洁玉

理学院（32 人）

1805101 李佳琪 1805101 裴 雷 1905101 杜 琼 1905101 杨立志

1805102 郑珺予 1805102 郑笑珊 1805102 佘凌云 1905102 徐 跃

1905102 赵晨晨 1805103 尹可宇 1805103 周惠萱 1905103 罗子豪

1805104 扈 杰 1805104 武 越 1905104 李 逸 1905104 莫鸿仪

2005101 陈 宇 2005101 史雪睿 2005102 李明轩 2005102 王淳逸

2005103 张续馨 2005103 朱芸琳 2005201 刘书涵 2005201 余坤阳

2005401 言华玲 2005401 杨蔚然 2005402 陈庆玲 2005402 黄东升

2019 级理学院研

究生团支部 邢 岩
2019 级理学院研

究生团支部 张天秀
2020 级理学院研

究生团支部 戴晓雯
2020级理学院研

究生团支部 吴中芸

工学院（67 人）

1812101 张 华 1812101 吴 燕 1812102 张云华 1812102 唐云清

1812103 钱景远 1812103 马婧文 1812104 吴 姝 1812104 时世昊

1812105 王园梦 1812105 刘陈宇 1812201 曾 恬 1812201 赵欣懿

1812202 刘雨菲 1812202 徐锡杭 1812301 常 乐 1812301 汪 晟

1812302 敖静思 1812302 段胜子 1812401 孙 烨 1812401 付 敏

1912101 白雨薇 1912101 刘 富 1912102 刘佳音 1912102 陆宣尚

1912103 赵欣怡 1912103 姜思然 1912104 谢典志 1912104 张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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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05 罗玉彬 1912105 李邦民 1912201 李 晗 1912201 王明月

1912202 徐 莹 1912202 陈冰莹 1912301 刘皖苏 1912301 董杉杉

1912401 高正阳 1912401 张 娴 2012001 马心玥 2012001 康宁芳

2012002 王诗青 2012002 刘昊祎 2012003 蔡雨宸 2012003 侯楹泽

2012004 刘云浩 2012004 王殿超 2012005 李思宇 2012005 刘丁豪

2012006 程飔竹 2012006 孙彦泽 2012007 姜一彤 2012007 蒋国豪

2012008 姜 赛 2012008 姚思奇
2019级研究生

1班团支部 李燕飞
2019级研究生

1班团支部 刘天广

2019级研究生

2班团支部 包瑞楚
2019级研究生

2班团支部 赵坤锋
2020级研究生

1班团支部 杨 璇
2020级研究生

1班团支部 石晨莹

2020级研究生

2班团支部 谭书琳
2020级研究生

2班团支部 翟悦雯
2020级研究生

3班团支部 杨家芬
2020级研究生

3班团支部 杨丹琦

2020级研究生

团支部 李 文
2020级博士团

支部 王聪聪
2020级博士团

支部 王 丽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34 人）

1713101 种 姗 1713101 相羽曦 1713102 赵继鹏 1713102 马小玲

1813101 范欣欣 1813101 佟 瑞 1813102 胡伟凤 1813102 谭怡清

1913101 吴士玉 1913101 伍治钢 1913101 娄 嘉 1913102 胡 洵

1913102 裴乃琪 1913102 苏雨虹 2013101 罗婧昀 2013101 李忠华

2013101 况俣帆 2013102 陈杰克 2013102 郭子卓 321909 赵嘉伟

321909 廖倩文 322009 皮佩灵 322009 韩璐瑶 331909 蔡雅文

331909 王 晔 332009 代浩然 332009 张 帅 332009 王誉璁

332009 龙 靓 332009 周博英 332009 张悦阳 332009 王红康

311909 陆程灿 312009 徐一鸣

药物科学研究院（26 人）

研一药物化
学团支部 管德重

研一药物化
学团支部 王 宇

研一药剂学、生药学、

药物分析学团支部
唐 筱

研一药剂学、生药学、

药物分析学团支部
王子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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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一药理学
团支部 陈玉梅

研一药理学
团支部 杨 涛 研一药物代谢

动力学团支部 张渊茂
研一药物代谢

动力学团支部 胡慧健

研一生物与
医药团支部 王玉娇

研一生物与
医药团支部 周绍芸

研一生物与
医药团支部 赵 宁

研一生物与
医药团支部 魏楚菁

研一药学团
支部 林贤慧

研一药学团
支部 刘俊龙

研一药学团
支部 王靖越

研一药学团
支部 王 茜

研一药学团
支部 王 茜 研一药学团

支部 唐嘉琦 研二药物化
学团支部 隋齐邦 研二药理学

团支部 闾开颜

专硕团支部 孙 红 博一团支部 郭慧敏 博一团支部 张 冉 博二团支部 李尚真

博二团支部 唐 恬 博二团支部 周梦泽

外国语学院（29 人）

1809101 费家慧 1809101 孔丹婷 1809102 陈洋卓 1809102 李雨涵

1809103 董文雯 1809103 朱辰轩 1809104 王 锐 1809105 徐 玉

1809105 张涵信 1909101 王奕平 1909101 张君瑜 1909102 丁思毓

1909102 刘钰畅 1909103 张煜欣 1909103 杨 柳 1909104 王 珂

1909104 陈 怡 1909105 孙天琪 1909105 文雨萱 2009101 盛昀奕

2009101 杨 雄 2009102 侯 云 2009102 曹宇轩 2009103 谭言言

2009103 肖雨欣 2009104 郭昕淼 2009104 胡怡玟 2009105 郑星悦

2009105 马慧楠

马克思主义学院（2 人）

马克思主义学

院团支部 李晓芳
马克思主义学

院团支部 王梦丹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2 人）

1906501 郑 冬 1906501 王 蓉 1906502 戴仁缘 1906502 张 琳

1906601 李茹平 1906601 杨 晨 1906602 戴箐禾 1906602 叶庆青

1906701 王 芳 1906701 张俸静 1906702 陈 彤 1906702 胡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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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01 陈晓雨 2006501 姜 愉 2006601 张 迈 2006601 周 璇

2006602 王笑家 2006602 魏园园 2006701 冯英顺 2006701 刘春泽

2006702 贾式瑶 2006702 王志文

学生组织、学生社团（96 人）

1801102 高雨萱 1801203 霍奕枫 1801206 刘 鹭 1801302 曾 理

1801303 刘 晨 1801304 陆芯蕊 1801401 龚静浪 1802106 赵涵洋

1804203 冉斯煜 1804301 于昊源 1804301 查正南 1804301 李佳霖

1804401 许洪皓 1804503 石 汭 1804503 郎芷萱 1805101 吴辰凌

1805101 向 婕 1809101 朱皓霞 1812105 王裕涵 1812102 芦雨泽

1813101 陈子乔 1901102 王 萌 1901201 张沁雯 1901202 李瑾若

1901202 杨乙冰 1901203 周欣瑶 1901203 化丽雯 1901203 吴莹珂

1901206 宋世鹏 1901207 郭睿颖 1901302 李佳怡 1901304 徐晓婷

1901307 常莹萱 1901307 陈雨桐 1901309 刘 玺 1901401 曹鑫宇

1901403 陈海龙 1901403 陈嘉昊 1901502 周 坤 1901503 庄绪捷

1901504 汤 真 1901504 刘佳铭 1901601 张笑怡 1902102 张琛琛

1902102 徐百川 1902103 靳芳菲 1902105 张文靓 1903201 李宛鸿

1903202 陈君阳 1903406 宋晓宁 1903406 林一楠 1903501 吕筱田

1903501 吴嘉仪 1903502 徐源梓 1903601 刘彦彤 1904202
阿丽米

热·图拉丁

1904402 周颖超 1904503 禹玲丽 1905102 王 玮 1909101 纪星宇

1909102 胡敏萱 1912101 汪思楠 1912101 苏 丹 1912102 罗予彤

1912102 王诗雅 1912103 李大鹏 1912105 滕康迪 1901206 王诚乐

1913102 王汇泽 1901303 庞月茹 2001001 过 人 2001002 高崇正

1909105 穆馨宇 2001023 李春晓 2002001 范晓雨 2002012 陆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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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2 沈钊阳 2003402 邓 怡 2003502 栾翔舒 2003502 袁源励

2004005 白燕洁 2004007 顾菲儿 2004011 余文博 2004012 王孝雨

2009101 程依蕾 2012002 马金利 2001018 巩 妍 2004007 李奕槿

2004013 倪陈崟 2003401 丛心悦 322009 王超续
马克思主义
学院团支部 张 吉

2019级管理药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团支部
张 昆

2020级硕士生物与医

药第二团支部
常瑞龙

2019 级药剂学

研究生团支部 彭 桢
2019级社会与管理药

学研究生团支部
马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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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秀共青团干部（491人）

药学院（113 人）

1801101 饶晶鑫 1801102 惠 璇 1801201 肖 湉 1801202 赵欣丽

1801203 李思语 1801204 胡芃薇 1801204 郝宇轩 1801205 陈品屹

1801206 郭一轩 1801207 尹若彤 1801208 孙 雨 1801209 陈 延

1801301 张佳琦 1801302 胥亚洲 1801303 王 晨 1801304 何思昫

1801305 朵拉娜 1801306 袁文慧 1801307 黄晓霖 1801308 张孙鑫

1801309 于美慧 1801401 任海慧 1801402 费 越 1801403 黄琬津

1801501 封佳杰 1801502 邓世鑫 1801503 祝佳程 1801504 温 琪

1801601 金朱雨 1901203 黄诗琦 1912401 王 楠 1901601 陈顺鹏

1901101 王恩来 1901102 李明慧 1901201 孙瑞康 1901202 母永康

1901203 蒋金迪 1901204 潘亦辰 1901205 印志荣 1901206 李龙静

1901207 詹慧敏 1901208 纪 岑 1901209 杨喻晴 1901301 张恒川

1901302 赖 聪 1901303 范宇哲 1901304 路萌萌 1901305 卢瑛蓝

1901306 刘雨婷 1901307 潘憬怡 1901308 杨雨佳 1901309 李梓萱

1901401 肖愉箫 1901402 严诗琪 1901403 吴凯迪 1901404 李嘉琦

1901501 刘 聪 1901502 彭 骁 1901503 马琪明 1901504 吴 迪

2001001 陈绎璇 2001002 祝一宁 2001003 姜 涵 2001004 马 喆

2001005 何紫瑜 2001006 庞 皓 2001007 兰 易 2001008 秦佳玥

2001009 叶 金 2001010 黄泽惠 2001011 买迪努尔·艾
山力丁 2001012 陈子康

2001013 刘宇阳 2001014 李欣悦 2001015 杨 娜 2001016 缪唐雯

2001017 何 曼 2001018 禹 弈 2001019 徐轩妤 2001020 陈艺瑄

2001021 郑欣卿 2001022 陈彬婧 2001023 何 畅 2001024 韩婧瑜

2001025 蔡 典 2001026 姚 悦 2001027 孙苏丹 2001101 刘钰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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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 杨艺欣
2019 级药物分

析专硕团支部 邹 桐
2019 级药物分

析学硕团支部 霍怡彤
2019 级药剂专

硕第一团支部 陈壮壮

2019 药剂专硕

第二团支部 李 钰
2019 药剂学硕

第二团支部 郭钰尊
2019级药物化学硕

士第一团支部
刘 婕

2019级药物化学

硕士第二团支部 刘 阳
2019级药理、药代动

专业硕士研究生团支

部

刘 晓
2020级药物分析专

硕第一团支部
宋 贞

2020级药物分析专

硕第二团支部
张文超

2020 级药物分

析学硕团支部 张启明

2020 级药剂专

硕第一团支部 袁熙敏
2020 级药剂专

硕第二团支部 葛会敏
2020 级药剂专

硕第三团支部 连信龙
2020 级药剂学

硕第一团支部 金寅成

2020 级药剂学

硕第二团支部 陈名清
2020 级药剂学

硕第三团支部 何 顺
2020 级药化硕

士第一团支部 王雨薇
2020级药物化学硕

士第二团支部
姬明慧

2020级药物化学硕

士第三团支部
刘驰虹

2020级药理、药代动

专硕研究生团支部
代盼盼

2020级生物与医药

第一团支部
刘子琪

2020级生物与医药

第二团支部
宋春辉

药学院博士班

团支部 吴轶群

中药学院（64 人）

1802101 冯子桐 1802102 马雪儿 1802103 赵子豪 1802104 张芷萌

1802105 朱利增 1802106 刘蕊萌 1802201 王子悦 1802301 谭诗馨

1802302 陈雪菲 1802401 武智佼 1802501 张昌柳 1802502 胡可可

1802503 范雯榕 1802601 金令祺 1901205 王天垠 1902101 黄 鑫

1902102 李珍雯 1902103 万丽华 1902104 阿力米 1902104 李佳霏

1902105 王柚又 1902106 陈 晗 1902106 赵家康 1902201 曹玉丹

1902301 赵彩宁 1902401 杨嘉敏 1902401 唐 佳 1902501 孔德馨

1902502 郭笑言 1902503 吕明硕 1902601 储思琪 1902601 孙心茹

2002001 吴光普 2002002 徐玲聪 2002003 梅轩毓 2002004 朱海榕

2002005 邱馨慧 2002006 郭 瑶 2002007 诸韵骄 2002008 范圣尧

2002009 董晟君 2002010 廖启欢 2002011 黄信洁 2002012 虞娜娜

2002013 李承祎 2002014 邵楚文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一团支部 袁 静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二团支部 宋 婷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三团支部 董亚平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李亚威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韩睿莹
中药学院 2019 级

硕士第五团支部 孙晖阳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一团支部 王喜梅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二团支部 王喆堃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三团支部 胡一信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四团支部 吴 婴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六团支部 韩思源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七团支部 王 攀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八团支部 王嘉欣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九团支部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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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九团支部 周梦圆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十团支部 解锦香
中药学院 2019 级

博士团支部 蔡元源
中药学院 2020 级

博士团支部 赵 琼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62 人）

1803101 王 洁 1803102 刘宇涵 1803201 陈 宇 1803202 覃雨欣

1803203 李芸暄 1803301 叶志武 1803302 谭舒祎 1803401 刘元江

1803402 邓江钗 1803403 刘 琳 1803404 高万锴 1803405 王雨霖

1803406 黄世通 1803501 陶晓群 1803502 叶 芝 1803601 杨 梅

1903101 纪婷婷 1903102 张缤予 1903201 傅薇澄 1903202 王宇欣

1903203 戚惟妙 1903301 温贝妮 1903302 吴宗昊 1903401 杨舒凡

1903402 徐昊沄 1903403 郑依慧 1903404 宋仕昱 1903405 任安淇

1903406 崔佳琪 1903501 吴洪臣 1903502 刘艺盈 1903601 马洛琪

2003101 高宇哲 2003102 张俊懿 2003201 梁一健 2003202 包 宇

2003301 蔡文秋 2003302 孙雪杉 2003401 卓香妤 2003402 杨仁科

2003403 姜宇晴 2003404 冯夏梦 2003405 秦怡梦 2003406 潘瑾淳

2003407 杨逸桐 2003502 杜云菲 2003501 陆琳娜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范 双

2019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二团支部
贾志萍

2019 级硕士药

学团支部 李梦迪
2020级硕士生物与医

药第一团支部
刘欣怡

2020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一团支部
王黎明

2020级硕士生物与医

药第二团支部
冷叶情

2020 级硕士生

物学团支部 李 露
2020级硕士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第二团支部
薛 凤

2019 级博士
团支部 张元强

2020 级博士
团支部 沈 杰 1803403 王昱心 1803401 邵雨柔 1903404 蒲佳琳

1903102 刘柏含 1903101 徐振友

国际医药商学院（61 人）

1804101 许昊洋 1804102 刘桓君 1804103 刘嘉铭 1804201 蔡如恬

1804202 邬镜净 1804203 曾日聪 1804301 邢智璇 1804302 佟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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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303 刘雅楠 1804401 邓悦蕾 1804402 杨雨洋 1804501 杨婉婷

1804502 焦春强 1804503 陈 莹 1904101 陈 思 1904102 夏依达·阿
不力米提

1904103 陈书哲 1904104 乔多杰吉 1904201 刘雨婷 1904202 张军琳

1904203 郭青瑶 1904301 林子欣 1904302 徐钰婷 1904303 周芙蓉

1904401 王续颖 1904402 刘艺姝 1904501 赵智淏 1904502 刘 璐

1904503 马琬纾 2004001 彭 婧 2004002 邱心怡 2004003 安梓欣

2004004 王舒煜 2004005 谭珺铭 2004006 黄新越 2004007 张凌月

2004008 汪 丹 2004009 邢昳岚 2004010 李昕宇 2004011 单 蕾

2004012 韩 旭 2004013 牛均予 2004014 伊利琦 2004015 岑明仔

2019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王天阳 2019 级企业管

理团支部 杜李新 2019级药经

团支部 李 轶 2019 级管理药

学团支部 钱 炎

2019 级管理药

学团支部 贾 琪 2020 级管理药

学一班团支部 王欣欣 2020 级管理药

学二班团支部 魏亚南 2020 级管理药

学三班团支部 曲英娜

2020 级管理药

学四班团支部 白铭钰 2020 级公管药

经团支部 王欣恬 2020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胡含毅 1804202 吴 凡

2020 级管理药

学四班团支部 牛粉霞 1804201 李文爽 1904104 陈 鑫 1804201 郝妮娜

1804201 阳丰鸿

理学院（21 人）

1805101 张新颖 1805102 李子木 1805103 姜云娅 1805104 许万杰

1901202 陈柏源 1901308 李怡然 1901504 张代福 1903403 周 恋

1905101 蔡恩硕 1905102 国林楠 1905103 罗 强 1905104 徐梓伊

2005101 蔡泽宇 2005102 晏子楚 2005103 孟 莹 2005201 任秋翰

2005401 周佳鹏 2005402 李珂逸 2019级理学院

研究生团支部 杨成伟 2020级理学院

研究生团支部 夏佳玮

2020级理学院

研究生团支部 王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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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39 人）

1812101 李浩宇 1812102 秦家慧 1812103 费文龙 1812104 陈 瑶

1812105 林宇涛 1812201 曾秋倩 1812202 徐 迈 1812301 周凡琪

1812302 余淑娴 1812401 马夏夏 1912101 顾明晓 1912102 王晓梦

1912103 李雨航 1912104 孙欣如 1912105 周 洁 1912201 王梦鑫

1912202 丁婷婷 1912301 陈佳莉 1912401 谭鑫茹 2012001 王晓辉

2012002 欧明哲 2012003 王友晨 2012004 李 萱 2012005 张积苗

2012006 廖书贤 2012007 关博元 2012008 董书翰
2019级研究生

1班团支部 王 峥
2019级研究生

2班团支部 李 畅
2020级研究生

1班团支部 贺 双
2020级研究生

2班团支部 龙妍竹
2020级研究生

3班团支部 聂文宇
2019级博士团

支部 李 萍
2020级博士团

支部 桂丽娟 1812101 丁依文 1812101 徐鹏程

1812103 张慧羽 1812103 郭佳蓓 1812103 王梦灵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22 人）

1713101 刘祎迪 1713102 贾旭瑞 1813101 王珊彤 1813101 丁 淜

1813102 罗玉洁 1913101 蒋欣妍 1913101 王文彪 1913101 张涵智

1913102 聂 娟 1913102 金 钰 1913102 孔德轩 2013101 刘彦博

2013102 刘婧睿 311909 茅天笑 312009 朱梦媛 321909 陶荣品

321909 高晓晴 322009 付 宇 331909 闫慧颖 331909 贾硕鹏

332009 周 姚 332009 张宇航

药物科学研究院（19 人）

研一药物化学

团支部 王薪默 研一药理学团

支部 顾佳丹 研一生物与医

药团支部 夏子茵 研一生物与医

药团支部 潘 赫

研一生物与医

药团支部 孙佳宁 研一药学团支

部 陈禹绮 研一药学团支

部 熊 莲 研一药学团支

部 王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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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一药剂学、生药

学、药物分析学团

支部
寇珊杉 研一药物代谢

动力学团支部 高芳芳
研二药物化

学团支部 王 萍
研二药物化

学团支部 钟灵毓

研二生物医药、药

学团支部 陈 明
研二药学团

支部 喻子迅
研二专硕团

支部 薛涵月
研二专硕团

支部 陈雅惠

研二药剂、生药、

药物分析团支部 陈怡君 博一团支部 解立科 博二团支部 韩昭迪

外国语学院（20 人）

1809101 郭英楠 1809102 常 湃 1809102 朱宸羽 1809103 陈思颖

1809103 苗 雨 1809104 马婉淇 1809104 李鸣玉 1809105 王 芳

1809105 王 梅 1909101 孙宇衡 1909102 张雅琪 1909103 彭馨怡

1909104 陆姝羽 1909104 黄欣雨 1909105 高 陈 2009101 冯佳艺

2009102 田睿嫱 2009103 杨雨晴 2009104 杨婷琪 2009105 杨美帆

马克思主义学院（1 人）

马克思主义学

院团支部 于新华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6 人）

1906501 卢 可 1906502 单 恒 1906601 夏英林 1906601 李思云

1906601 钱 慧 1906602 李 雪 1906701 王晓雪 1906701 郭圣泉

1906702 刘丽敏 1906702 路梦迪 1906702 朱佳丽 2005601 刘 鹏

2006601 王 浩 2006602 王韵文 2006701 周 坤 2006702 陈 丽

学生组织、学生社团（41 人）

1801101 海 旻 1801206 沈言歆 1801208 田欣涓 1801208 郭沛瑶

1801208 田欣涓 1801501 王辰晨 1801502 胡逸然 1801601 潘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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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302 施龄惠 1804103 吴 妮 1804202 沈睿璠 1804501 余倩倩

1804503 李馨雨 1804503 李 艳 1809101 李浩涛 1809103 陈 进

1812102 赵 玮 1812105 陈 巍 1813101 陈烨超 1901308 张乾帅

1901403 路 浩 1902101 付可欣 1902201 黄宏怡 1903302 严 灏

1903502 李江韫玥 1904102 李享承 1904202 窦恺馨 1904203 颜孙涛

1904501 罗文惠 1906502 刘苏豫 1909105 孙天琪 1912401 张 政

1913101 黄若昕 2004011 倪思琦 1803402 蔡婉婷 1904502 娄静慧

1801209 汤文君 1901504 贾瑞沂
2019级管理药学

研究生团支部 黄 涛
2019 级管理药学

研究生团支部 郑信信

2020 级社会与管

理药学团支部 丁瑞琳

教职工（12 人）

张 驰 王 博 单春林 赵 瑾 朱 赫 施 杨 李健文 黄 惠

罗 明 孙春萌 杨安博 康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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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佳团支部书记（10人）

药学院 1801201 班团支部书记 肖湉

药学院 1901201 班团支部书记 孙瑞康

中药学院 1902501 班团支部书记 孔德馨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803501 班团支部书记 张哲宁

国际医药商学院 1904101 班团支部书记 陈思

理学院 1905103 团支部书记 黄佳强

工学院 1912101 班团支部书记 顾明晓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1913101 班团支部书记 王文彪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英语专业 2 班团支部书记 常湃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1906701 班团支部书记 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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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雷锋先进个人（128人）

药学院（32 人）

1801101 海 旻 1801206 张睿思 1801302 高睿喆 1801304 杨馨怡

1801307 戴欣怡 1801307 周天祎 1801401 龚静浪 1801502 贾子慧

1801601 杨 雪 1901202 林淑婕 1901204 郎思敏 1901303 朱欣然

1901304 王郭琦 1901307 吴斌昊 1901308 闫鹏怡 1901309 李 硕

1901601 王华颖 1901601 王煜琳 1901601 周 滢 1901601 黄源妍

1901601 李 妍 1901601 刘梦涵 1902105 韩思蕊 1903406 郭静雅

2001009 叶 金 2001019 常紫晨 2001021 查苏丹 2001021 李心雨

2001022 吕朴仁 2001025 夏天畅 2001025 张绍航 2001027 罗海珊

中药学院（11 人）

1802104 张芷萌 1802503 薛 晗 1802503 穆凯代斯·居
尔艾提 1902101 杨丹妮

1902104 何 焓 1902105 张文靓 1902501 赵睿豪 1902503 赵浩然

1902601 祝丹丹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五团支部 李桐军
中药学院 2020 级

硕士第十团支部 吴洁洁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7 人）

1803403 吴 丹 1803601 张曜川 1903403 王 玲 1903502 顾 慧

2003302 纳佳苗 2003501 刘欣怡 2003502 黄宇轩

国际医药商学院（14 人）

1804101 刘晓璇 1804201 赵东浩 1804201 王 宇 1804201 郝妮娜

1804203 毛旭峰 1804203 康立荣 1804501 王振涛 1904201 闫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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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01 甘生成 1904201 蒋文轩 1904201 孙净淳 1904301 罗杰菲

1904303 丁书杨 1904402 陈惠雯

理学院（30 人）

1701205 陈 杨 1703403 黄 斌 1801101 海 旻 1801102 奇麟姁

1801201 胡婷婷 1801202 王 丹 1801203 王熳秋 1801203 何悦澜

1801204 胡芃薇 1801204 陈曹霞 1801207 程文姣 1801207 谭润时

1801208 贾昱晗 1801307 张雨萌 1801308 柳馨淇 1801309 于美慧

1801601 凌小丽 1801601 王皓雪 1801601 徐艳艳 1803302 刘东旭

1803401 粟晓露 1803401 肖卓立 1803402 童禧辰 1803403 宋冰融

1803403 谷 典 1803403 吴 丹 1803406 吴 琦 1804401 江小双

1804103 李 云 1903003 苏 霖

工学院（9 人）

1812102 赵 玮 1812102 李开欣 1812103 熊 禹 1812103 祝洺锳

1812103 王梦灵 1912101 丁丽云 1912102 郭 妍 1912103 段一宁

1912401 周 欣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8 人）

1813101 王子阳 181310 张舒涵 1813102 胡伟凤 1813102 罗玉洁

1913101 王文彪 191310 聂 娟 1913102 金 钰 1913102 韩林琦

外国语学院（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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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102 朱宸羽 1809105 徐 玉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 人）

1906602 张 骞

学生组织、学生社团（14 人）

1804103 许心怡 1901206 王言刚 1901401 王语欣 1901503 赵一凝

1903101 蒋林洋 1903203 曹梦凡 1903302 彭筱菡 1903403 赵 静

1903405 李大炜 1903601 赵婉君 1904301 田雨辰 1904402 程渤雯

1904503 禹玲丽 1906701 毛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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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共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奖（2个）

中药学院

“三方位、四协同、五发展”多位一体基层团组织体系建设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身份意识强化“七个一”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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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2个）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点半”社区志愿服务队

国际医药商学院

大书包梦想导师公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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